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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携“商业天团”访华
大众宝马加码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陈燕南 北京报道

11 月 4 日，德国总理朔尔茨

开启其首次访华之旅，随行的德

方经济代表团也成为国际关注

的焦点。此次访华团中，来自汽

车企业的两位商业领袖备受关

注，分别是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

奥利弗·布鲁姆和宝马集团董事

长奥利弗·齐普策。

《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从 宝

马 方 面 获 悉 ，奥 利 弗·齐 普 策

表 示 ：“ 德 中 关 系 迈 过 50 年 ，

贸 易 和 创 新 是 重 要 纽 带 。 我

很 荣 幸 能 作 为 企 业 代 表 团 成

员随朔尔茨总理访问中国。此

次访问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

号：德中两国将继续加强经贸

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

中心主任杨解朴对此也有相同

的看法，他表示，朔尔茨此次率

“商业天团”访华，是在释放加

强中德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

一方面，力求将双边关系推向

以经贸为核心的务实合作轨道

上来；另一方面，借此访加强中

德企业间合作，给德国的对外

投资带来提振空间，给陷入低

迷的经济找到更多的增长点。

50 年来，中德关系从深度、广度

上走出了全方位、广覆盖的成

果，朔尔茨有责任赓续中德关

系的发展成果，将双边关系推

向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

当天，朔尔茨在北京表示，

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

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

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

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

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

展投资合作。

据有关媒体报道，有约100家

德国企业或个人申请随行，但最

终仅有 12 位获准，此次随朔尔茨

访华的商界领袖代表的企业每年

在华营收高达数百亿欧元。外界

形容朔尔茨“把德国最大的品牌

带到中国”。

据了解，随朔尔茨来访的 12

位商业领袖代表，包括大众汽车、

宝马集团、阿迪达斯、德意志银

行、西门子、拜恩泰科、巴斯夫集

团、喜宝集团、Geo Clima Design、

瓦克化学集团、默克集团、拜耳集

团的高管。据悉，此次随行的 12

家德企分量十足，既包括来自汽

车、化工、制造业等德国传统优势

产业的代表，也包括德国拜恩泰

科等新兴的生物科技公司，覆盖

了中德经贸中的重点领域与潜力

行业。

对于德中经贸关系，不少德

企都表达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奥利弗·齐普策表示，“德中商贸

关系将是未来两国双边关系发展

的桥梁。近期中国政府有关继续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资、

坚持创新等表态令人鼓舞。我

们看好中国市场中长期的发展

前景。宝马集团将继续加深与

中国企业的合作、与中国同频共

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创共

赢。”梅赛德斯-奔驰董事会主席

康林松在柏林的欧洲管理技术

学院参加一场活动时也进行了

表态——反对疏远中国，并称那

些“想放弃中国”的想法是不可

思议的。他还提到，中国是世界

最大的汽车市场，德国汽车行业

对中国非常依赖。

杨解朴认为，这些企业都长

期深耕中国市场，并且在中国拥

有较大市场规模和份额，切切实

实 地 从 中 国 的 发 展 中 获 益 良

多。它们是中德关系深入发展

的亲历者和受益者。这些企业

的随行来访，能给其他德国企业

以引领作用，为促进中德企业间

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发挥示范效

用。同时也向外界表明，德国希

望促进经贸为核心的中德关系

发展的良好势头。

回顾 1972 年建交至今，两国

经贸等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德

双边贸易额从不到 3 亿美元增长

至 2021 年的 2351 亿美元。目前，

有超过5000家德国企业在华投资

兴业，2000 多家中资企业在德生

产经营。两国产业链、供应链深

度融合，对华出口为德国创造了

近百万个就业岗位。

“德国总理来访，表明中欧经

济相互依存关系依然是相当牢固

的。由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差异，

中欧与中德经济本来就存在较强

的互补性，相互经贸合作的潜力

巨大，这是令德国政商精英不能

忽视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

究中心主任、上海交大国家战略

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忻华教授表

示，能源危机导致欧洲内部滞胀

严重，制造业成本高企，处境艰

难，不得不对外寻找可以转移制

造业资本的场所，而中国恰好是

能吸收德国这种资本转移较好的

投资目的地。此次朔尔茨访华，

必然能够推动中德经贸合作关系

得到大幅度提升，双边贸易额和

德国对华投资额都会有一定幅度

的增长。

12家企业随行访华

目前，完备的智能电动车产

业生态、优质可靠的本土化供应

商和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已经

让中国成为全球企业投资的热

土。“对汽车厂家而言，中国早已

不只是‘最大单一市场’，而是创

新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国乘用

车产业联盟秘书长张秀阳表示。

大众汽车是欧洲最大的汽车集

团，也是在中国布局时间最长的德

国企业。“过去近40年，大众汽车集

团携手中国各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未来，我们期待塑造智能、可

持续的移动出行新时代，并持续推

动中德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紧密交

流。”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

裁、公共事务与合资企业事务部负

责人刘云峰在进博会上表示。

事实上，中国在大众汽车集

团 NEW AUTO 战略落实过程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2024

年，大众集团将携手在华合资伙

伴，在电动出行领域共同投资约

150亿欧元，全速推进电动化转型

进程。至 2030 年，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旗下各品牌车型中新能源

汽车占比有望超过40%。”大众汽

车方面对记者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10 月 13 日，大

众汽车还迎来了40年来在华的最

大一笔单项投资，大众汽车旗下

CARIAD 与地平线成立合资企

业。其中，合资公司将由 CARI-

AD 持股 60%，注资约 24 亿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167.85亿元），交

易预计将在 2023 年上半年完成。

而宝马集团也早在1994年正

式进入中国，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

华晨宝马明年即将迎来20周年的

日子。今年以来，宝马沈阳生产基

地迎来两个重大扩建项目的竣工

——大东工厂产品升级项目和华

晨宝马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

目。全新BMW i3已在这里下线。

目前，宝马集团在中国有超过

460家供应商，仅华晨宝马的本土采

购额在2021年就达到714亿元人民

币。数字化方面，宝马集团已经在

中国建立了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和

数字创新体系，并与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合

作，积极加入中国生态圈。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德企在

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根据总部位

于纽约的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一

项研究，梅赛德斯-奔驰、大众汽

车、宝马集团和巴斯夫在 2018 年

至 2021 年期间共占欧洲对华投

资总额的 1/3。根据德国经济研

究所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今年上

半年，德国在华投资约为100亿欧

元，创历史新高。

“中国一直也是梅赛德斯-奔

驰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

不仅已成为梅赛德斯-奔驰非常

重要的创新中心，更是全球汽车

行业转型的先锋。”梅赛德斯-奔

驰方面对记者表示。

随着中德两国在汽车工业与可

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加速，梅赛德

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旗下公司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宣布与清华大学签署为期5年的全

面合作协议，将2012年成立的“可

持续交通联合研究中心”升级为

“可持续交通联合研究院”，携手扩

展双方在智慧交通、智能汽车、交

通新能源、本土化等领域的研究。

此次深化合作是梅赛德斯-

奔驰在华本土研发的又一里程

碑。据了解，中国在梅赛德斯-奔

驰全球研发网络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从2005年梅赛德斯-

奔驰E级车作为首款国产车型投

产以来，梅赛德斯-奔驰在过去17

年间不断加强本土研发能力。

2021 年，总投资超过 11 亿元人民

币的中国研发技术中心在京正式

投入运营，进一步加速新车型的

本土化。2022年3月，梅赛德斯-

奔驰宣布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

专注于自动驾驶与智能互联技

术，不断强化其本土创新实力。

“2022 年恰逢中德建交 50 周

年，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两国

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未来，梅

赛德斯-奔驰将加速在电动化和

数字化领域的创新转型，携手本土

伙伴推动汽车产业升级，为深化中

德合作作出贡献。”梅赛德斯-奔驰

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

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

加大在华投资

本报记者 陈燕南 北京报道

“电气化已经成为未来的趋

势，并且正在全速推进。在全球

市场上，预计 2027 年纯电和插混

总量将超过燃油车。为此我们制

定了清晰的财务指标，在‘电气化

解决方案’业务领域提高盈利能

力。目前纬湃科技电气化销售额

正在稳步增长，电气化业务预计

将于 2024 年实现收支平衡。到

2026 年，电气化业务销售额将达

到 50 亿欧元；到 2030 年，将达到

100 亿~120 亿欧元。”近日，纬湃

科 技 中 国 区 总 裁 顾 睿 华（Gre-

goire Cuny）对《中国经营报》等媒

体记者宣布了其对2026年的展望

以及电气化战略。

据了解，纬湃科技原属于大陆

集团动力总成事业群，2021 年成

功完成从大陆集团拆分，并于当年

9月独立上市，交易市值达24亿欧

元，并于 12 月被纳入德国 SDAX

指数。这是汽车行业变革大潮中，

供应链企业寻求转型突破的一大

例证。为此，其独立后的发展表现

也备受行业关注。

未来五年纯电和插混总量将超过燃油车

“我们之所以看好电气化长远

发展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全球主

要地区在立法上对于电气化的要

求越来越严格。第二，预计 2027

年会达到转折点，届时纯电和插混

的总量将超过燃油车的总量。第

三，就电气化目前的市场表现来

说，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强劲的增

长。”顾睿华表示。

纬湃科技在去年 3 月曾有两

点预测和观察：2021～2024年纯电

和插混的增速会非常快，到 2024

年大约将达到70%的高速增长，同

期，内燃机车型中48V中混和强混

的车型增速将达到110%。

“实际上，市场的走势已出乎

我们意料，比原先预计的增速更

快。有关数据显示，在全球市场

上，2022 年电气化的比例大概是

24% ，到 2025 年 将 会 高 达 45% ，

2030 年进一步增长到 70%。尤其

是纯电车型占比的变化较大，

2025年纯电车型的占比比我们预

计高出了 80%，2030 年纯电的比

例比预测要高出 120%。”顾睿华

表示。

根据顾睿华介绍，从 2021 年

下半年到 2022 年上半年，纬湃

科技已经在电气化业务上斩获

了 100 亿欧元规模的订单。其

中包含主力产品：电池管理系

统、多合一车载充电器、高压逆

变器、电动轴驱系统。而 100 亿

欧元当中，中国市场占了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

顾睿华表示：“2020财年新增

订单是86亿欧元，2021财年是112

亿欧元，2022 年上半年已经达到

了83亿欧元。预计2022财年的新

增订单有望远超2021财年。实际

上，在2020财年中，我们订单的一

半左右跟电气化直接相关。尽管

2021 年有所波动，占比近 45%，但

今年上半年电气化业务订单的比

例正在快速增长并且高达81%。”

对于2026～2030年的中期目

标，顾睿华表示，2021 年纬湃科

技电气化技术在销售上大约是 9

亿欧元，2026 年预计会高达 50亿

欧元，2030年将会快速增长到100

亿～120亿欧元。因此，一方面预

计年复合增长率在4%～6%左右，

另一方面电气化业务的增长率高

达40%，而这两项数据是完全通过

内生长来实现的，依靠的是公司已

有的产品、生产工艺和技术来实现

的高速成长。整个集团计划在

2023财年进行首次分红。

纬湃科技最新财报数据显示，

尽管受到半导体短缺、疫情反复等

不利因素影响，2022 年上半年纬

湃科技依然实现了正增长，销售额

达 44.2 亿欧元；净利润也逆转了

2021年上半年净亏损3150万欧元

的局面，达2540万欧元。

其中，纬湃科技电气化战略取

得了不错的收效。相关数据显示，

2021年纬湃科技销售额为83.49亿

欧元，其中电气化产品销售额达

8.88 亿欧元。2022 年上半年营收

44.2亿欧元中，有4.98亿欧元来自

电气化相关产品。

电气化业务的突飞猛进，也令

纬湃科 技 对 2022 年 充 满 信 心 。

尽管 2022 年将继续受到芯片短

缺的不利影响，但是在全球汽车

行业电气化趋势推动下，纬湃科

技方面认为，2022 财年销售额有

望达 86 亿~91 亿欧元，预计 2022

年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率将在

2.2%~2.7%之间。

计划在2023财年进行首次分红

“我们正在寻找机会，将一些

非核心技术尽快剥离出去。比如

催化剂和过滤器的部分业务已经

实现了逐步退出。”顾睿华表示。

根据顾睿华介绍，纬湃科技将

旗下业务分为新能源科技、电子控

制、感知与驱动以及委托生产四个

事业部，依照战略规划，纬湃科技就

将四大事业部的所有产品按照电动

化、内燃机进行了划分，如此一来，

原来的四个事业部将缩减为新能源

和内燃机动力总成两个事业部，即

Powertrain Solutions（暂命名：动力

总成解决方案事业群）和Electrifi-

cation Solutions（暂命名：电气化解

决方案事业群）的决议，新成立的组

织架构将于2023年1月1日生效。

据了解，内燃机汽车时代，汽车

行业形成了一个以整车厂为核心的

金字塔式、多层级较长的产业链。

不过在新能源汽车时代，车企也开

始深入供应链领域，通过自研、战略

合作、入股等多种方式布局，以期最

大程度掌握电动化的“灵魂”。

顾睿华表示：“电机方面，虽然

主机厂比较倾向于自研，但到2030

年仍有40%来自外部供应，且外采

比例有所上升，而电池管理系统和

逆变器则仍以外采为主，到 2030

年外采比列分别为65%、70%。”

顾睿华还表示：“从外采的角度

来说，蛋糕是非常大的。相比2021

年，外采的规模到2030年我们推算

将有8～11倍的增长。再者，主机厂

在自研的过程中也需要一些关键的

零部件，于Tier 1来说还有巨大的机

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电动轴驱

和热管理系统方面逐步发力的原

因。对于主机厂来说，Tier 1的执行

能力和交货的确定性也是非常重要

的指标，这也是我们擅长的领域，这

对纬湃科技来说是一个新机会。此

外，主机厂和Tier 1的关系也发生着

战略性的变化，主机厂希望自己的

影响力和市场能够向供应链前端逐

渐推进。对Tier 1来说，也要主动融

入主机厂的新理念。”

主机厂外采规模到2030年将有8～11倍的增长

“不管是48V技术、强混技术还

是插电混动技术，都是过渡型的技

术，转型之路的尽头都是纯电。

48V、强混或者是插混这样的技术，

目前在细分市场仍有一席之地，可

以帮助解决例如功率密度以及充电

速度等问题，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将被克服。与此同时，

这些技术有其本身的复杂性，也有

一定的成本，它们只是在企业转型

过程之中充当着独特的角色，最终

都会被纯电产品所替代。纬湃科技

在所有电气化的技术上都有储备，

且具备高度的灵活性，我们会根据

市场的变化快速切入新技术，在资

源配备上尤其是纯电技术上，我们

已经做好了准备。”顾睿华表示。

他还表示：“纬湃科技 2026～

2030 年将会推出更多新的技术，

包括高功率密度产品，比如400～

800V高压产品及含碳化硅技术的

产品。未来的新产品将更紧凑、

更轻量化，以便更灵活地与其他

架构相融合。”

那么氢能技术作为电气化非

常重要的技术可行方案，纬湃科技

是否有所关注？对此，顾睿华表

示：“我们正在密切观察这一领域的

进展，认为确实是有机会，但是目前

并非业务的重点。燃料电池领域的

技术和形势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我

们目前的计划是以不变应万变。其

实氢能也是两项技术的混合体，既

有内燃机的技术在发挥作用，同时

也有新能源车相关的技术。对于纬

湃科技来说两个领域都有技术储

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氢能的

发展来灵活提供产品。”

而对于中国市场的看法，顾

睿华则表示：“目前中国业务在我

们全球销售额中占据18%的比例，

2030年预计中国轻型车产量在全

球的比例将达到 35%～40%，所以

我们应稳步扩大中国市场在全球

业务当中的比例，对此我们信心

十足。”

他还表示：“我们在中国深耕27

年，并且拥有四大生产基地和七大研

发中心。在庞大规模的支持下，我们

可以在中国更加快速地实现增长。

过去三年间我们实施了诸多重要的

生产和研发项目。2019年至今在中

国总投入达5亿欧元，并且还会进一

步扩大投资。中国本身就是纬湃科

技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也秉

持‘在中国，为中国’这一理念，在中

国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在国际主机

厂部署的基础上，将研发资源倾斜

于中国本土的主机厂，其中既包括

传统主机厂也包括造车新势力。”

“转型的尽头是纯电技术”

纬湃科技顾睿华：

随朔尔茨来访的12位商业代表，来自大众、宝马、阿迪达斯等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市场在德国企业的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宝马集团董事长奥利弗·齐普策跟随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图为宝马最新款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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